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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影響下的農民工文化生活

── C地區的調查與思考*

⊙ 楊振傑

 

按照托達斯的「預期收入理論」，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必然導致勞動力的流動。長期存

在的城鄉差距，勞動力流動就會遵循「收益位差」的原理，從收入低的部門流向收益較高的

部門。即使在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始終為正的地方，農村勞動力也會顯得「相對過剩」，加

之城鄉經濟發展的極不平衡，大批的農村勞動力必然會想方設法向非農行業和城市轉移。1勞

動力的轉移必然帶來生活上各方面的問題。在中央領導的親自關心下，全國範圍內的清欠農

民工工資運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為中國城市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貢獻的農民工們成為全國

關注的焦點，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問題也凸現出來，成為社會熱點問題，正如自1995年起關

注和研究農民工生活狀況的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朱力所言「水桶能裝多少水，取決於最短

的一塊木板」2。朱教授用「木桶理論」形象生動的說明了改善農民工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本

文正是基於以上背景試圖對當前的農民工文化生活狀況作一簡單描述和分析，希圖能發現一

些有價值的問題並提出相關建議。

一 引 言

農民工問題不僅是個體性的問題，也不單是政府、企業的問題，而是全社會的問題。從人的

全面發展的角度來看，農民工的問題也不僅是工資收入方面的物質問題，更重要的是精神問

題，實際上他們身上所反映出的不僅有農民所固有的特徵，也有城市市民所無法克服的障

礙。所以我們關注轉型時期將長期存在的農民工生活問題，首先要界定的就是「農民工」這

個概念。

王春光認為應從如下四點界定農民工：第一個層面是職業。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職業，或者

以非農為主要職業，也就是說，他們的絕大部分勞動時間花在非農活動上，主要收入來自非

農活動。第二個層面是制度身份。儘管他們是非農從業者，但是他們在戶籍上還是農業戶

口，屬於農民身份，與非農戶者有著明顯的身份差別。第三個層面是勞動關係，嚴格地說，

農民工不是僱傭者，而是被僱傭者，他們是被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外企老闆、鄉鎮企業、

國有和集體單位甚至各種NGO僱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而那些自己不但不是被僱傭者、反而去僱

用其他人的農村人口，不應屬於農民工。第四個層面是地域，即他們來自農村，是農村人

口。總之，農民工指被僱傭去從事非農活動、屬於農業戶口的農村人。3

王的定義比較能反映農民工的一些基本特徵，筆者以為農民工是一個複雜的概念，表述的是



一種雙重身份，而又不是簡單的重合或疊加，他們實際上處於市民和農民兩者之間的一種過

渡形態。用屬地或工種是不足以來區分的，它涉及到這個群體與城市的融合度、與鄉村的遠

離度，不單是簡單的戶口和身份的變遷，而是更深層次上的文化認同。所以「農民工」這個

概念的爭議雖頗多，但它也正好恰當的表明了這個特殊群體的一些特徵。所以借鑒王的定

義，主要限指那些還沒有在城裏完全安家落戶的「兩栖」農民。

二 農民工總體情況

2005年10月1－8日期間筆者在C地區共發放問卷1000份，收回有效問卷889份，所涉及的地區

主要有中心城區J區、K區以及近郊P縣和D市，其中中心城區204份，P縣620份，D市62份，所

涉及的行業有建築業、服務業、製造業以及種植業等等，各行業的相關比重分別是建築業

（23.5%），製造業（37.1%），商業、服務業（24.0%）。既有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民營高

新技術企業也有小作坊式的私人企業、私人種植園。

問卷對象中有男性530人，女性345人，另有14人未注明性別。外出打工人員的年齡主要在19

歲-39歲之間，佔總數的76.4%，可見中青年形成了農民工的主體，而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也

都在這一群體中，有意思的是中年農民工中的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比青年中的比例要高，也

就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這一批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較高，這得益於當時較高的高中普及

率。另外對文化程度的調查發現，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為主，佔總數的80%，其中初中的佔

54%，高中或中專的佔26%，這與全國的狀況差不多，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專業勞動技

能，個人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主要從事一些體力活或簡單的技術工作。



從對打工地的統計來看，主要來自於本地及周邊縣市。從表（3）中可以看出在本地鄉鎮企業

務工和在本縣範圍內務工的總合就佔了全部人數的51.4%，另外選擇在本省範圍內打工的大多

數又是來自於C市其他縣市以及其周邊縣市的，這樣看來絕大部分打工者都是來自於C市本地

縣市或周邊縣市的。C市人口稠密，筆者在P縣A鎮訪談時，整個A鎮3萬人口只分布在方圓10公

里範圍內。另外，在城鄉一體化中，很多農民的地被佔，轉為半或全農民工（而實際上C市正

在制定相關檔，取消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的區別，實現戶籍管理一體化），所以他們基本上

就近在附近的工廠上班。所謂「城鄉一體化」實際上就是農村城市化，在農村通過調整產業

結構，加快縣域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步伐，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力，促進農業向非農產

業擴展，帶動農產品加工業、交通運輸業、商飲服務業、資訊諮詢業等多產業發展，擴大農

村勞動力的就業空間，從而在一定時間內把農民從土地轉移出來，安置在城鎮，同時給予相

應的市民待遇。由於C市19個區（市）縣中，14個屬農業區（市）縣，人均耕地僅0.8畝，農

業發展受到很大限制，而近幾年C市的人均GDP已達到2000美元，具備了向工業化轉型的條

件，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C市開始了以擴大招商引資力度為前提，以土地拓展發展空間，以

產業發展推動經濟增長，以實現城鄉統籌的城鄉一體化發展。

從打工收入的統計來看，89.3%的人的收入在1500元以下，其中1000元以下的就有69.6%，這

說明農民工的收入還普遍偏低，每月用於吃住行方面的開支在700元以下的佔91.6%，其中

75.4%的人的開支在500元以下。我們在訪談中了解到，工廠對外地職工都免費提供住宿，私

營和民營企業都安排有集體宿舍，國有公司的待遇相對好些，社會保障比較齊備，所以一般

都不提供住宿，而且招的一般都是本地縣市的民工，也就不存在安排宿舍的問題。



三 農民工文化生活現狀的分析

農民工的文化生活是在城市生活背景下發生的，一個變遷群體的過渡性生活，這個過程是受

多方面因素影響的，主要是個人、家庭子女教育、所在單位以及地方政府等。下面我們將分

別從這幾個方面作一簡要分析，以期找到一些有價值的影響因素。

（一）農民工及其家庭

首先，農民工的需求從年齡上出現了分化。現在的農民工中年輕一代比較在意個人的享受，

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很高，而不僅僅是工資待遇，他們不願意過多的被工作所累，希望能有較

多的自由時間，在多個地方訪談時，都有人談到，家裏有負擔時就往家裏寄錢，沒有負擔的

基本上賺多少花多少，有的父母還要「倒貼」，都比較會安排自己的業餘生活，比如上網、

唱卡拉OK等等，只是不太注意個人長期的發展，主要是一些娛樂生活而已，並沒有多少人投

入到技術培訓或業餘學習中，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老一代的更多關注的是收入問題，

只要能賺錢就行，不是很在意是否有娛樂，有一個從溫江來的計程車司機月收入在3000元以

上，老婆孩子都在P縣了，但是他不打牌、不抽煙，問他愛不愛出去玩玩，他說沒甚麼玩的，

能賺這麼多錢就足夠了，想的是怎樣能把這份工作做的更好、賺更多的錢供孩子上學。

對於文化生活的選擇也與個人愛好相關，問卷中有15.2%的人喜歡讀文學書籍，他們是為了培

養文學興趣；有21%的人選擇喜歡讀科技方面的書籍，一位D市廣電局的維修工，他說他業餘

生活就是喜歡看看與業務相關的電子維修方面的書籍，至於其他的娛樂就沒有了，也沒有興

趣；還有一部分人喜歡唱歌，就會選擇去歌廳、舞廳。

由於工作時間長，缺乏個人自由時間，使社會生活空間對農民工幾乎呈封閉狀態。他們的工

作時間普遍比較長，有的是12小時輪班制，有的是8小時輪班制，還有的是隨機的，看工廠或

工地的具體情況而定，加班是家常便飯。在C市一火鍋連鎖店，那裏的員工每天工作都是十幾

個小時，個人自由休息時間很少，有空閒首先就是先補補睡眠，然後才是其他的；除了幹

活、睡覺和吃飯，他們一般只能看看電視、打打牌、看看報紙、聽聽收音機，或者蹲在路邊

擺擺龍門陣4，彼此開開玩笑，年輕人有空還會去網吧上上網、聊聊天；看電影、錄影的比較

少，去歌廳、舞廳的就更少了。這與他們的經濟收入是悉悉相關的。



問卷統計結果顯示，「您希望當地政府提供哪些服務」的問題中，44.8%的人選擇了技術培

訓，「您希望企業為您提供哪些服務」的問題中，39.5%的人選擇了技術培訓，在訪談中，他

們也感到需要參加培訓，需要提高自己，但是在問到他們常看的電視節目時，只有20.6%的人

選擇了法律類的節目，16%的人選了科技類節目，而選娛樂的有53.5%，選體育的有20.5%，選

新聞的有54.8%，而且很多人說喜歡電視劇節目；在問到您一般喜歡讀哪些方面的書、報紙和

雜誌時，21%的人選科學技術方面，15.2%的人選文學藝術方面；在進一步問到您讀書、看報

看雜誌的目的時，了解科學技術的有15.3%，增加文化知識的有30.5%，培養文學興趣的有

13.7%，而選消遣娛樂的卻有52.2%，在問他們主要從事哪些文娛活動時，選聊天的有40.9%，

打牌、打麻將的39.8%，看電視的58.2%。另外從對打工收入和一般喜歡閱讀的書籍、報刊、

雜誌的相關分析來看，打工收入與讀科學技術和政策時事類書籍的相關度相對比較明顯，分

別為0.111和0.153，可見收入程度和看的書類別之關係是存在相關性的，同時文化程度與科

學技術類和文學藝術類的相關係數分別是0.168和0.171。另據統計分析，農民工每月用於買

書、買報紙、看電影、看錄影等文化娛樂生活上的消費，沒有支出的佔22.8%，10元以下的佔

34.8%，11元-50元的佔26.8%，也就是說月文化支出在50元以下的人數就佔到84.4%。這樣看

來，大家雖然都有心學習，有心改變現狀，但是受文化程度低、個人視野狹窄、收入低下、

依賴思想，以及對學習的認識還存在誤區等因素的制約，導致主動學習的精神嚴重缺乏，

等、靠、要的思想比較嚴重。這一個也可以從當前整個中國國民的讀書調查反映出來，據

「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顯示，中國識字國民2003年圖書閱讀率為51.7％，比

1998年下降了8.7個百分點。其中城鎮識字居民為69.6％，農村識字居民為45.3％，均比1998

年有所下降。5另有統計顯示，中國國民一年的閱讀書量是0.7本，而韓國是7本，日本是40

本；俄羅斯每20人擁有一套《普希金全集》。6這樣看來，不單是農民工的問題，是多方面

的，是整個民族的浮躁、空虛與寂寞。實際上，貧困不僅僅是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與個人

努力不無關係，個人的貧困還在於個人改變現實的動力，要改變現狀端賴於生活於其中的人

具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和能力。7當然筆者無意在此處誇大文化的作用，也無意陷入制

度決定論、歷史決定論、文化決定論等等之爭的漩渦之中，只是希冀能夠發現問題的本質之

所在。個人好的願望要變成現實，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同時也需要機遇、發展空間、暢通的

管道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這也就是我們政府、企業、社會所需要提供的，從博弈論的角度

來看，這裏應該是一個非零和博弈，只有這樣才能出現多贏的格局；或者從系統論的角度

看，把這整個作為一個系統，也就是說要超越矛盾與衝突，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體系。

（二）子女文化教育問題

在問卷和訪談中，感到有子女的農民工比較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成長問題，他們在外面辛辛

苦苦主要為的也是子女。問卷統計顯示，子女在家鄉學校上學的有73.7%，這與其它的統計結

果8基本相符。農村「留守子女」成了農民工的一塊心病，尤其是他們的文化教育問題更是他

們所深切關注的。問「一般喜歡讀哪些方面的書刊報紙」時，有107人（11.6%）選子女的課

本（統計中已婚的人數有543人），這部分人讀教材的目的無非是希望能清楚子女在學些甚

麼，以找到相互間溝通的橋樑，同時也寄希望能輔導子女的學習。

很多農民工外出後意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強烈要求子女好好學習，今後考個好學校就不用像

他們現在這樣辛苦了，而據教育部門的一項統計，農村青少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已從1985年

的22.3％降到目前的18.6％，更嚴重的是，每年全國都有近200萬農村少年在小學畢業後即走

向社會成為新的低文化素質勞動力，從人口素質的分層結構來看，既有的「金字塔」結構形



態不但沒有得到改變，反而它的「坡度」有日益陡峭之勢，進一步加劇了人口素質分化的不

均衡，將直接影響到農村社會的長足發展，同時也不利於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在這些低

齡化的農村社會青少年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由於缺乏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教導、監督而淪為一

些反社會分子，危害社會。那些常年在外打工，以期經濟上翻身的農民，可能沒有料到，他

們的子女由於失學、輟學將難以就業，極有可能重複自己四處奔波的命運。9 他們到城市後

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就業形勢，面臨更殘酷的過渡期，他們也將面臨同樣的文化生活問題。

（三）企業

企業提供的文化娛樂設施和活動是相當有限的。很多企業忙於搞生產，暫時還無暇顧及到工

人的文化生活，基本上靠工人自己解決，有的企業在宿舍或食堂提供有電視機供工人下班後

欣賞，比較規範的企業還訂有報刊雜誌或買有一定的書籍供工人閱讀，至於其他的活動就少

之又少了，大型的企業或國有企業會組織登山比賽或拉歌比賽之類的行業或系統內部的活

動，比如D市廣電局的維修部員工就說他們曾參加D市舉辦的爬山比賽；有一部分企業從企業

發展的需要以及工種的需要出發組織有相關的技術培訓，但人數、資金、內容和時間上都很

有限，在P縣廣電局就了解到，該局維修部曾派員工參加市內組織的「有線電視制式」培訓，

但要求參訓者必須獲得相關證書才能報銷培訓費用，使得一些人望而卻步。

在當前，勞動力市場是個典型的買方市場的形勢下。企業往往利用勞動力市場上的優勢地

位，壓低農民工的工資，以降低產品成本，獲得競爭優勢。大部分企業利用農民工法律意識

淡薄，或者即使具有法律意識，也苦於就業競爭激烈、自己又缺乏競爭優勢而順從用人單位

的現實條件，企業往往故意忽略工人的一些應該享有的權利，比如個人的養老保險、醫療保

險等等，對於文化生活就更不在考慮範圍內了，據P縣總工會主席介紹，每人每年五元的工會

費，很多企業都不願意繳納，至於工會組織則是形同擺設，有的甚至連個擺設的空殼都沒

有，工人的權利難以得到很好的維護。

企業的經營理念還有待跳出簡單的價格競爭的窠臼，走上全面合理健康的競爭之路，努力構

建自身的企業文化。現在的企業大多都是在低成本惡性競爭狀況下，企業首要想到的就是生

存而不是提高福利，還無心想到自身企業文化的建設。聯合國在世界500強企業家的讀書調查

中顯示，日本企業家一年讀50本，而中國企業家讀0.5本。10可見，公司老總們都無心讀書，

又怎麼會想到員工要讀書呢，所以領導的管理理念不同，對文化生活的認識就不同，在企業

中的作為也就不同。一位私營企業老闆告訴筆者，企業花點錢搞些文體活動是很有利於增強

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的，對於提高勞動效率也是很有裨益的，他說去年年終他就搞了個職工

運動會，大家參與的積極性都很高，平時對工作的怨氣也都消了，對公司的有效管理起到了

很好的促進。企業應該努力從構建自身的企業文化開始，從激發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奉獻

精神中尋找突破口，充分認識到人力資源的價值，這將會極大的緩解勞動壓力、緩和勞資矛

盾、活躍工作氣氛。

由於「資源稀有」，高級技工成為很多企業夢寐以求的人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

城市企業紛紛打出高薪聘用高級技工，在青島、哈爾濱等城市，「16萬聘用高級技工」、

「30萬誠邀高級技工」的聲音也此起彼伏。11高級技工的缺乏與當前的教育制度、分配機制

等都有關係，但是作為企業，應該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很多企業寧願花高薪去招聘技工，卻

不願意自己培訓，個中原因很多，但企業自身缺乏長遠的發展眼光，對於企業的整個發展欠

缺科學的規劃，怕花錢培養的人才外流等等，這些都是企業自身的問題。很多企業不關心職



工的個人生活，更不用談文化生活了。企業只考慮眼前的利益，涸澤而漁。而沒有從提高員

工的素質上下功夫。

當然，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已經開始通過積極創建新型組織載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

動，以滿足農民工空虛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上海

市普陀區桃浦鎮最大的民營企業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個新經濟組織的民兵

營。300多名青年農民工全部以部隊編制住在宿舍裏，各個宿舍窗明几淨，被子疊得整整齊

齊，連鞋子也依一條直線擺放，與大多數又髒又亂的農民工宿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民兵營

營長、新奇生公司辦公室主任王玉蘭介紹，公司還修建了一個民兵活動室，裏面有各種各樣

國防教育讀物和其他報刊書籍，每天晚上六點到九點向農民工開放，十分熱鬧。據她介紹：

「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像一盤散沙，業餘時間也沒有甚麼文娛活動，下班後到外面閒逛，喝

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難於管理。民兵營建立起來後，他們的業餘文化生活極大豐富

起來。農民工高興，企業也少了麻煩，生產效率也上去了。」12

（四）政府

我們在A鎮鎮政府了解到，截至今年9月份，今年累計共培訓實用技術培訓人員2949人，勞動

技能培訓2677人，其中取得證書的有1156人，由於各鄉鎮都設有勞動保障所，故而對農村失

地農民的培訓還是抓的比較緊的，至於外來民工的培訓就比較有限了，這在一定程度上與中

央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也就是「陽光工程」13的補助資金是直接劃撥給勞動力轉出地的培

訓機構有關。

據P縣工會主席介紹P縣每年工會都會組織一定的活動，不過由於資金緊張，規模和範圍都比

較小。管理較好的社區都設有報欄和室外健身設施等公共性設施，供居民享用，這就不存在

市民與農民工之分了，社區一般都沒有專門為民工設立電視室或錄影室，即便有的也都是由

盈利性的私人辦的。據了解，每年的大型節假日各地都會放電影，這次十一期間，D市廣電廣

場上每天晚上都有免費電影，甚至還有一些是當前熱門影片，但看的人卻不是很多。

在湖北省Y縣調研時，該縣的文體局長談到，他們曾經引進一部美國大片，10元一張的門票卻

沒人看，同樣在P縣這個離C市不到半小時車程的縣城裏，文化名人都被C市給「吸走」了，文

化上出現了「空殼」現象。農村的藝人到縣城，縣城培養的人才流到大城市，大城市內又被

大型高檔劇院所壟斷，為一部分有產者所獨享。而農村和縣城的文化生活卻是越發困頓，人

才就越發外流，大眾能享受到的自然越發的少，已經陷入了惡性循環。

由於都是四川人，所以語言上不存在障礙，相互間的文化認同感比較強，對於傳統川文化並

不陌生，但是農民工是處於農民和市民之間的過渡階段的產物，在很多方面他們處於被城市

同化的漫長過程中，在身份上不同於以上兩者，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亞文化，但是這種亞文化

也是植根於農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這兩個母體文化之中的，與這兩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

而農村文化和城市文化自身的匱乏自然直接導致農民工文化先天性的營養不良，而且母體文

化的媚俗也直接造成了子文化的低俗趨向。

在訪談中了解到，每年都有「文化三下鄉」活動，這些活動每次都引來大量群眾的駐足觀

看，尤其是一些文藝表演更是人群湧動人頭攢動，對於電影看的人卻不多，這主要是由於電

視的普及，群眾的眼界高了，對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高了。政府在送文化時也應該更多的徵求

群眾的意見，從群眾的實際需求出發。



所以，我們以為農民工文化生活的問題不單是農民工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所普遍存在的問

題，它不僅僅是這個特殊群體的問題。

四 政策建議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黨和政府越來越關注外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當他們的物質需求漸

漸得到滿足之後，精神文化需求就成為一種迫切的願望，並越來越強烈。他們不僅要獲得

「第二故鄉」的認同，更要通過精神文化生活豐富知識、提高素質，從而成為構建和諧社會

的重要力量。為了切實保障工人的文化生活權益，特提出以下意見僅供參考：

1、政府職能的到位，只有政府的工作做到位，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嚴格執法，才能建立起公平

健康的競爭環境。正如一個私營企業主告訴筆者的，以前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門經常以檢查為

名亂收費，干擾企業正常運轉，只是到近幾年，各級政府要求規範執法，創造良好環境，一

些部門才不敢隨便到企業敲詐了，但也不再對企業行為進行監管了，所以既不能一時松一時

硬，也不能硬一手、軟一手。當然更重要的是，各級政府要轉變觀念，把以前單純的以經濟

為中心逐步轉變到以綜合效益為核心；以人為本，充分調動全民的動力，實現可持續的健康

發展。徹底丟掉以前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傳統模式。要抓住問題的核心，站在一個更

高的宏觀視角來規劃未來的發展。

2、政府要扶植文藝工作者創作貼近農民工生活的優秀文藝作品，不能簡單的通過市場化運

作，市場不是萬能的，資源要合理分配，文化生活也要合理分享，政府要切實通過各種途徑

調節文化生活的分配，保障國民的文化生活權益。

3、現在老年人和學生的文化生活很豐富，又是老年歌舞隊，又是少年合唱團；唯獨社會主體

部分的中青年的文化生活卻很缺乏，這一方面是當前社會主體的中青年們的生活壓力最大，

導致他們往往無心關注這一點，另一方面他們自己無暇自己組織，不過可以像武漢市等城市

搞的社區文化節等形式，每到週末各社區就組織一些文藝愛好者同台表演一些喜聞樂見的節

目，很受群眾歡迎和好評的。而且還可以在社區間進行比賽，提高大家的積極性。也讓農民

工參與進來，市民有看的，農民工也就有看的。主要是針對大眾開展一些文藝活動，除了要

送文化下鄉，也要送文化進社區給普通市民，送文化進工地。

4、抓好農村教育。今天的農民子女很大部分就是明天的農民工，所以提高他們的素質就是提

高農民工的素質，目前很多農民工的就業面窄，如果能夠在他們出來前就解決好這個問題，

那麼很多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了。政府應該為其提供多種出路，不要用單一模式培養，而應

該考慮到社會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鄖縣鮑峽中學與十堰市技工學校合辦中專班，學生在初

三時開始學習中專一年級的課程，節約了一年時間，為初中畢業升入不了高中的學生找到了

一條出路，不失為一條好的辦學思路。

5、在「陽光工程」中農民工輸出地政府和個人已經承擔了初級培訓任務，勞動力輸入地的政

府和企業應該主動承擔農民工的繼續培訓責任，一方面農民工為城市發展做出了貢獻，應該

享受到這項權力，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也需要不斷提高工人的素質。所以企業應該更新管

理理念，從大局作眼、從企業的長遠發展來看待問題，積極與地方政府合作參與對員工的培

訓，努力從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提高工人的整體素質著手，從效益下手，擺脫簡單的價格

戰。同時政府應該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企業依法承擔保障責任，引導農民工的文化生活，三



方出力，多方受益，形成多贏格面。

6、在統計中發現，工作不穩定、缺乏保障是他們最大的擔心，所以打破戶口界限，使農民工

也能享受到工作地的一些福利待遇和保障，以解決農民工的後顧之憂，為其減輕生活壓力，

使其有更多時間和心情來享受生活。目前已有11個省市已在計畫取消戶口界限，應該說這是

一個好的開始，但仍需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使他們早日能夠真正享受到平等待遇。

* 本文是中宣部、文化部委託的「全國農民工文化生活狀況調查」課題的成果之一，本文的調查和研究

也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支援，是項繼權教授主持的2004年度基地重大研究專案

《農民權益法律保障機制研究》（05JJD880012）的研究成果之一。在調研中得到了四川省C市和湖北

省Y縣相關縣市部門的配合和大力支持；同時也得益于項繼權教授和吳理財副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朱

紅萱、夏國鋒、張傳玉、周偉民、何康等同學的協助，特此一併致謝。本文部分內容曾以《農民工文

化生活調查》為題刊發於《中國國情國力》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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